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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學校通訊

TWGHs Ma Kam Chan Menorial Primary School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有人說：把每一件簡單的事做好就是不簡單，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
凡。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自創校以來，正就走在一條平凡的路上。在這條平凡的
路上，老師們朝著學校所訂的目標，關愛無私，讓孩子們在平凡的校園生活中，奠下
學習的基礎，培養健康的生活。我們用心地培育每一個孩子，用心地做好每一項事
情；力求在平凡的工作中，讓孩子活出不平凡的姿采。

平凡中的不 平凡  
馮育意校長

本校已接受中文大學訓練的
「文化大使」

各校的「文化大使」一同到泗水
參觀孔廟、夫子洞，尋找聖人足跡

「文化大使」李泳潔和
呂樂怡在參觀內地學校
時，和當地小朋友一起
進行興趣課

五天的泗水之旅，得益不少，
「文化大使」向大家分享心得

    本年度，本校參加了由中文大學主辦的「中華文化‧中國心」
計劃。這項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主辦，由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在全港三十間學校
（包括二十四間小學，六間中學）推行，為期兩年，內容包括配合
學科教學的活動及組織多元的學習經歷，讓學生認識優秀的中華文
化，同時培養他們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及責任感。

中華文化‧中國心

在課堂中加入文化元素，6C班同學親身體會
「中國四大發明」的造紙術和活版印刷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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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頒獎禮時致詞。
醫療輔助隊與家教會主席合照。

    本校的第一屆健康運動會已在2010年3月19日順利完成，在這次健康
運動會中，同學都表現得很積極。計劃藉以讓同學明白體育精神的重要，
並讓他們從中養成了多做運動的習慣。

第一屆健康運動會

校長指導同學進行比賽。

運動會中團體比賽的獎盃。

五年級比賽得獎同學與副校長合照。

同學們早上精神奕奕地
在運動場集合。

鍾卓熹奪得勝利後，十分開心呢！

五年級跳遠比賽得獎同學與
校長合照。

家長義工專心地聽謝老師的講解。 同學們有秩序地聽老師的講解。

同學有秩序地等待比賽進行

這位同學正進行擲豆袋比賽。同學們比賽表現認真，體現體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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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比賽得獎同學與江主任合照。

家長指導同學進行比賽。

陳航跳遠的姿態真美妙啊！

健康運動會成績

項目 性別 獎項 一年級 二年級

60米跑

男子組

冠 吳咏樺 1B 趙浩成 2D

亞 黃俊錡 1D 黃俊豪 2C

季 劉慶章 1A 林澤超 2B

女子組

冠 朱欣欣 1B 黃佩盈 2A

亞 潘夢茵 1A 謝嘉慧 2D

季 戴卓瑩 1A 許瑩琳 2D

擲豆袋

男子組

冠 曾梓浩 1C 黃希達 2A

亞 姚家樂 1A 曾家寶 2A

季 陳德政 1D 陳文康 2A

女子組

冠 劉嘉儀 1B 殷海茜 2A

亞 鍾熙蕾 1D 張睿珊 2C

季 岑巧珊 1C 李梓僮 2B

項目 性別 獎項 三年級 四年級

100米跑

男子組

冠 陳劍湫 3C 羅志遠 4C

亞 張日演 3A 謝偉龍 4D

季 胡俊康 3A 方俊 4B

女子組

冠 李文婉 3D 羅穎詩 4C

亞 潘嘉儀 3D 鄒婷 4D

季 廖心怡 3D 文燕琪 4D

跳遠

男子組

冠 郭修誠 3D 張家耀 4D

亞 馮肇渝 3D 馬健樂 4B

季 趙倡浩 3C 劉天祐 4C

女子組

冠 朱富儀 3A 付玉楚 4B

亞 廖雅然 3D 陳子晴 4B

季 蘇嘉莉 3A 賴惠婷 4B

項目 性別 獎項 五年級 六年級

100米跑

男子組

冠 羅玉昆 5A 伍偉樑 6A

亞 馮肇賢 5B 鍾卓熹 6B

季 葉兆豪 5A 黃俊賢 6C

女子組

冠 區佩雯 5A 徐定慧 6C

亞 文蕙君 5A 劉詠彤 6A

季 林健欣 5A 李心弦 6A

跳遠

男子組

冠 劉浩文 5A 黃嘉杰 6C

亞 陳凱文 5B 黃顯程 6A

季 安星輝 5A 黃浩柏 6B

女子組

冠 高美茹 5B 黎玫洁 6B

亞 黃家怡 5A 高美琦 6C

季 張涴貞 5B 白燕鈴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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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一起製作健康小食，
完成後很滿足呢！

本校同學與東華三院
中學生一起製作健康小食。

感謝香港青少年服務處主講的
「T-net型人智識衡」

五年級及六年級同學
進行青春期衛生講座。

感謝邱志堅主席到來擔任太極導師

同學包紮成功

健康活動展繽紛

開心健康耍太極

健康講座：
    本校除了在常規的課程中教授學生有關健康的知識外，還邀請了專
業的嘉賓來進行不同形式的健康活動，包括衛生講座、禁毒工作坊、禁
煙話劇、青少年健康上網講座及健康做運動等。

健康小食DIY：
    良好的飲食習慣對於健康是很重
要的，這次「健康小食DIY」活動是由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東華三院
甲寅年總理中學、東華三院馮黃鳳婷
中學及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聯合舉辦的。在這次活動中，同學可
以認識到健康飲食的重要，還可以親
手製造健康小食呢。

感謝社區藥物輔導會主講的「藥物小偵探」 感謝紅十字會主講的健康急救工作坊

互動話劇添趣味心劇團到校上演禁煙話劇

同學積極參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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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一起製作健康小食，
完成後很滿足呢！

6C班陳祉夆同學於滙豐銀行主辦的滙豐
「香港有格」漫畫創作比賽中奪得小學組季軍。

6C班鄧詠雯及1A班黃善榆同學於心話婦女中心主辦的「關愛婦女」填
色創作比賽中分別奪得高小組亞軍及初小組優異獎。

國畫班
    活動以英文校名「MKC」為題，由四至六
年級學生、校長和老師一起以馬賽克創作一幅
獨一無二的壁畫。

「一磚一瓦建亞洲2009」

視藝活動面面觀

同學興致勃勃地學習國畫。

 同學正努力地把小小的玻璃磚幻化成美麗的作品。

壁畫安裝工程於5月26
日進行安裝工作。

我們合作的成果終於面世了。

「藝術與社區文化」創作活動

四年級學生於5月19日到粉嶺龍躍頭文物徑參觀，觀察建築物內的裝飾，然後利用有關資料於課堂中以「現代保護神」為題進行創作。

學生在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助教及學生的指導下，
學習都市設計的原理，以積木建設出他們理想的「西
九」，作品於奧海城作展覽。

師生集體壁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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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乙組50米自由泳亞軍 4D 鄒  婷

女子乙組50米蛙泳亞軍 4D 鄒  婷 

男子乙組50米蝶泳季軍 3D 林澤衡

女子乙組50米自由泳第五名 4D 鄒  婷 

女子甲組4 X 50米接力第四名 6D 梁穎瑜
6D 李泳潔 
6D 林格礽
6D 戴紀柔 

童軍與運動員在
游泳比賽時合照。

體育科

1. 第八屆I-CUBE校際智能爭霸戰（初賽）
班際比賽成績冠軍班：1B  2D  3D  4B  5A  6B

2. 第八屆I-CUBE校際智能爭霸戰（決賽）4月分 
決賽名單：1A 李璋盈  2B 陳卓恒  3D 黃梓熙  
               4B 張凱明  5A 羅玉昆  6B 彭子健

3. 全校學生十大網站選舉 
猜中最受歡迎網站（C4CAT）的學生名單
1C 姚源媛  2B 李穎琪  3C 陳劍湫 
4B 徐亞麗  4D 李英瑋
2A 黃佩盈  2C 韓家盛  3D 黎愷欣 
4B 葉詠珊  6C 賴澤斌

電腦科

東華聯校游泳比賽成績：

（由香港電台及香港遊樂場

協會合辦） 

    6C班李泳潔於「香
港傑出少年選舉」中脫穎
而出，成為「香港傑出少
年」，獲選於六月十八日
訪問曾蔭權特首。另外，
她更獲邀於暑假期間到北
京內蒙古交流。

「香港傑出少年」6C李泳潔

訪問曾特首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

卓越佳績耀北區普通話科

得獎同學—2C 陳若曦 2D 劉俊延  
     3D 張元瀚 3D 黎凱欣

比賽項目 獎項得獎學生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獎  2C 陳若曦  3D 張元瀚

優異獎  2D 劉俊延  3D 黎凱欣
    良好獎  2D 趙浩成

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優良獎  1B 龔嘉怡  4A 陳慧欣
            4B 曾潔瑩  4D 張家耀

資優活動展所長

領袖培訓班（四至六年級）  創意思維班（三至五年級）

2009-2010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6C呂樂怡勇奪高小組冠軍

你能找到樂怡和學霖嗎？

由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北區小學校長會合辦

 培訓班活動花絮

3D岑學霖勇奪多元智能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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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八屆I-CUBE校際智能爭霸戰（初賽）
班際比賽成績冠軍班：1B  2D  3D  4B  5A  6B

2. 第八屆I-CUBE校際智能爭霸戰（決賽）4月分 
決賽名單：1A 李璋盈  2B 陳卓恒  3D 黃梓熙  
               4B 張凱明  5A 羅玉昆  6B 彭子健

3. 全校學生十大網站選舉 
猜中最受歡迎網站（C4CAT）的學生名單
1C 姚源媛  2B 李穎琪  3C 陳劍湫 
4B 徐亞麗  4D 李英瑋
2A 黃佩盈  2C 韓家盛  3D 黎愷欣 
4B 葉詠珊  6C 賴澤斌

金獎： 4A 余可欣、曾諾瑤、陳慧欣
4B 郭志茵、曾潔瑩、馬健樂、麥曉彤、
    廖藿桐、  黃栢軒、黃家偉
4D 陳泳汶
5A 區佩雯
5B 陳凱文、黃子星
6A 張寶龍、方灝政
6C 陳思敏

銀獎： 4A 吳梓妤、
4B 胡穎軒、
4D 馮浚銘、吳芷穎、方灝怡、黃詩婷
5A 候懿珊
5B 魏卓怡、賴文聰、徐凱瑤、李梓銘
6A 胡嘉俊
6C 陳嘉儀

銅獎： 4A 姜楷明、郝首男
4D 文燕琪
5A 潘悅鈴、文蕙君、羅玉乾、馮凱絲、陸紫昕、 
    黃曉欣、戴  皓、羅玉昆、安星輝、陳納伊
6A 伍偉樑
6C 許巧燕、余嘉雯、陳祉夆

「友得傾」第二屆
傑青禁毒大使計劃

 故事劇場班
    （二至三年級）

    由四及六年級學生於興趣小組時段負責
教授同學，內容包括數學遊戲及時裝設計

以下是獲得亞軍和季軍的同學！恭喜6C班沈嘉媛同學同時
於木笛二重奏及獨奏項目中得獎！

    與十四位參賽者中，6C呂樂怡
成功脫穎而出，奪得第二名，並獲
獎學金四千元！

東華傑出學生選舉 呂樂怡 

     東華傑出學生選舉

歐陽倩儀

TVB兒童故事比賽參賽學生：
（1B 張嘉婷；2D 張嘉麗； 
   6C 鄧詠雯及廖文杰）

其他活動

創意科學資優學
（三至四年級學生）
資優活動攤位遊戲
（三及六年級學生）
資優活動攤位遊戲
（三及六年級學生）
廣州佛山交流團
（四至六年級學生）

增益試驗課程

2010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由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主辦）

卓越佳績耀北區

其他比賽

考獲數學優獎-
2D鄭昊斌；
3D袁嘉誠及郭修誠

中英文即場作文
比賽得主

‧中英文即場作文比賽
‧鄧顯紀念中學「小 
  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美國史丹福EPGY資 
  優生選拔大賽

6C謝君偉於「陸上機
械人比賽」中獲季軍

資優活動展所長
    學校每年為學生安排不同的培訓
班及各類型的比賽，讓學生發揮所
長，展現潛能。今年參與的學生包括
一至六年級的同學，按他們的興趣及
潛能，邀請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及比
賽，現在就讓大家一起分享他們這年
來的成果！

由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北區小學校長會合辦

鄧顯精英選拔賽得主

公益少年團
    恭喜！團員熱心投入服務，積極參與
社區活動！本年度本校有2位同學獲公益少
年團北區優秀團員及1位同學獲「環保為公
益」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

北區優秀團員：
6C 李泳潔
6C 呂樂怡
09「環保為公益」標語創作比賽：
6C 殷雪明

3D岑學霖勇奪多元智能團隊獎

    本校於第62屆校際音樂比賽中，在團體項目獲優良獎7個、良

好獎4個；而個人項目方面則獲優良獎54個、個人良好獎12個。 

    本校奪得冠軍的同學共有6位，其中6C班呂樂怡同學1人同時勇

奪2項冠軍。

音樂科

項目 得獎學生 名次
四級鋼琴獨奏 2D 駱朗鋒 冠軍
11歲以下木笛二重奏 6C 李泳潔  6C 呂樂怡 冠軍
11歲以下木笛獨奏 6C 呂樂怡 冠軍

6A 張業峰 冠軍
6C 溫芷琦 冠軍

10歲以下木笛獨奏 4C 劉天佑 冠軍

項目 得獎學生 名次
11歲以下木笛二重奏 6B 許潔儀 6C 殷雪明 亞軍

6C 沈嘉媛 6C 溫芷琦 季軍

11歲以下木笛獨奏 5B 高美茹 亞軍
4B 曾潔瑩 亞軍
6C 沈嘉媛 亞軍
6C 黃嘉杰 季軍
6C 梁穎瑜 季軍

10歲以下木笛獨奏 4A 曾建晴 季軍 7



家教會

親子旅行—我們於四月廿五日舉辦了親子旅行,除參觀了嘉道理農場外，還去了天水圍綠田園，玩得十分開心。

    家教會在這個學期
舉辦了多個活動，讓我
們一起回味！ 家長興趣班—家長們對家教會舉辦的興趣班

都很踴躍參加,真的多謝邱主席義務擔任我
們的導師及落力教導！

盧瑩老師
春去秋來，冬至夏歸。
穿梭校園，難以忘懷   
喜閱館裏暢遊書海的孩子，走廊過道朗朗清脆的書聲，
集備研習融洽熱烈的討論，中文課堂妙趣橫生的寫作，
小息劇場精彩紛呈的演出，郊野旅行快樂遊戲的笑語……
一同成長，歷經協作共融，一起走過，見證新校發展。

告別，留戀不舍。
道一聲真心的感謝，
送一串誠摯的祝福。
恒守一個小小的願望：
一位老朋友，會在朱槿艷濃
山水如畫的南疆綠都，
期待與您來日有緣再相聚！

大家正認真地排練。小司儀的現場演繹。
從精美的展板中學到更多
普通話知識。

大灰狼正對三隻小豬
虎視耽耽！

大家正傳神貫注地學習當
小司儀的技巧。

    普通話科及普教中小組設計了不同的活
動，讓同學可以透過有趣的遊戲、話劇、課
堂活動、繞口令及歌唱比賽等，輕鬆愉快地
學習普通話。

    本校參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內地與
香港教師交流協作計劃」已經兩年了，跟我們
並肩合作的盧瑩老師，有話要跟大家說呢！ 完成繞口令活動可換取

心愛的禮物。 擂台前人山人海。

內地交流人員—盧瑩老師。 
3D同學正用普通話投入
地演繹成語故事。

2D同學正用普通話匯
報討論結果。 

bpmf樂趣多 祝福  期待

繞口令擂台龍虎榜
各級台主如下：

低年級 1C王榮糖 2B李思漫
 中年級 4B馬健樂  4C冼晉傑
高年級 5A陳嘉俊 5B葉浩鵬

普教中文樂陶陶

盧瑩老師正講解演劇的技巧。

親子日營—家教會於三月七日舉辦了親子日
營，地點為保良局北潭涌康樂營，當天大家都
玩得開心呢！

普通話大使正專注地
協助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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